
南投縣政府警察局

中華民國107年度

歲出機關別預算表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

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
本年度
預算數

上年度
預算數

前年度
決算數

本年度與
上年度比較

說　　明
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目

08 00080000000
警察局主管

2,167,985 2,171,932 2,127,070 -3,947

001 　00080130000
　南投縣政府警察局

2,167,985 2,171,932 2,127,070 -3,947

01 　　39080130100
　　一般行政

2,012,215 2,016,835 1,953,724 -4,620

01 　　　39080130101
　　　行政管理

1,705,893 1,734,667 1,687,326 -28,774 一、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人事費1,689,172千元
　　業務費15,821千元
　　獎補助費900千元
三、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：
　　減少 28,774千元
　　減列 人事費26,974千元
　　減列 獎補助費1,800千元

02 　　　39080130102
　　　業務管理

5,504 5,009 4,740 495 一、本科目包括業務管理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人事費224千元
　　業務費5,280千元
三、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：
　　增加 495千元
　　增列 業務費495千元

03 　　　39080130103
　　　車輛維護

38,470 38,871 26,825 -401 一、本科目包括車輛維護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業務費38,470千元
三、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：
　　減少 401千元
　　減列 業務費401千元

04 　　　39080130104
　　　事務管理

17,985 17,679 16,588 306 一、本科目包括事務管理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人事費199千元
　　業務費17,536千元
　　獎補助費250千元
三、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：
　　增加 306千元
　　增列 業務費306千元

05 　　　39080130105
　　　資訊管理

6,284 6,393 6,246 -109 一、本科目包括資訊管理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人事費64千元
　　業務費6,220千元
三、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：
　　減少 109千元
　　減列 業務費109千元

06 　　　39080130106
　　　分局業務

235,616 211,253 210,064 24,363 一、本科目包括分局業務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人事費210,653千元
　　業務費24,963千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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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：
　　增加 24,363千元
　　增列 人事費24,024千元
　　增列 業務費339千元

07 　　　39080130107
　　　公關業務

466 466 421 - 一、本科目包括公關業務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人事費23千元
　　業務費443千元

08 　　　39080130108
　　　人事業務

1,335 1,335 1,024 - 一、本科目包括人事業務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人事費124千元
　　業務費1,211千元

09 　　　39080130109
　　　主計業務

351 351 223 - 一、本科目包括主計業務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人事費120千元
　　業務費231千元

10 　　　39080130110
　　　法制業務

160 160 159 - 一、本科目包括法制業務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人事費47千元
　　業務費113千元

11 　　　39080130111
　　　政風業務

151 651 108 -500 一、本科目包括政風業務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人事費44千元
　　業務費107千元
三、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：
　　減少 500千元
　　減列 業務費500千元

02 　　39080131000
　　警政業務

86,279 85,080 68,252 1,199

01 　　　39080131001
　　　行政工作

385 385 346 - 一、本科目包括行政工作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人事費28千元
　　業務費357千元

02 　　　39080131002
　　　保安業務

29,161 26,461 18,651 2,700 一、本科目包括保安業務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人事費259千元
　　業務費28,902千元
三、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：
　　增加 2,700千元
　　增列 人事費40千元
　　增列 業務費2,660千元

03 　　　39080131003
　　　保防業務

456 456 441 - 一、本科目包括保防業務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人事費54千元
　　業務費402千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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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 　　　39080131004
　　　督察業務

1,364 1,364 1,353 - 一、本科目包括督察業務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人事費283千元
　　業務費1,081千元

06 　　　39080131006
　　　交通管理

26,119 26,729 25,000 -610 一、本科目包括交通管理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人事費4,160千元
　　業務費21,959千元
三、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：
　　減少 610千元
　　增列 人事費4千元
　　減列 業務費614千元

07 　　　39080131007
　　　刑事業務

14,573 14,473 11,083 100 一、本科目包括刑事業務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人事費4,058千元
　　業務費10,315千元
　　獎補助費200千元
三、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：
　　增加 100千元
　　增列 業務費100千元

08 　　　39080131009
　　　訓練業務

996 996 937 - 一、本科目包括訓練業務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人事費47千元
　　業務費949千元

09 　　　39080131010
　　　警備工作

3,464 3,464 3,373 - 一、本科目包括警備工作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人事費160千元
　　業務費1,414千元
　　獎補助費1,890千元
三、因配合組織改造及業務調整，
係將民防工作暨相關經費移撥至本
局防治業務項下執行，本預算科目
自105年度起更名為「警備工
作」，以符合現行業務狀況。

10 　　　39080131011
　　　防情工作

1,659 1,674 1,059 -15 一、本科目包括防情工作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人事費529千元
　　業務費1,130千元
三、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：
　　減少 15千元
　　減列 業務費15千元

11 　　　39080131012
　　　少年業務

2,376 1,787 1,204 589 一、本科目包括少年業務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人事費1,904千元
　　業務費472千元
三、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：
　　增加 589千元
　　增列 人事費619千元
　　減列 業務費30千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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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　　　39080131013
　　　外事工作

448 448 427 - 一、本科目包括外事工作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人事費138千元
　　業務費310千元

13 　　　39080131014
　　　拖吊業務

557 557 557 - 一、本科目包括拖吊業務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業務費557千元

14 　　　39080131015
　　　婦幼業務

321 321 320 - 一、本科目包括婦幼業務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業務費321千元

15 　　　39080131016
　　　鑑識業務

1,143 1,029 1,136 114 一、本科目包括鑑識業務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業務費1,143千元
三、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：
　　增加 114千元
　　增列 業務費114千元

16 　　　39080131018
　　　勤指業務

1,029 953 540 76 一、本科目包括勤指業務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人事費9千元
　　業務費1,020千元
三、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：
　　增加 76千元
　　增列 業務費76千元

17 　　　39080131019
　　　防治業務

2,228 3,983 1,825 -1,755 一、本科目包括防治業務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人事費182千元
　　業務費2,046千元
三、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：
　　減少 1,755千元
　　減列 業務費1,755千元

03 　　39080131200
　　警光山莊管理基
　　金

2,500 2,500 2,459 -

01 　　　39080131201
　　　警光山莊管理
　　　業務

2,500 2,500 2,459 - 一、本科目包括警光山莊管理業務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人事費0千元
　　業務費2,500千元
三、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：
　　減列 人事費40千元
　　增列 業務費40千元

04 　　39080139700
　　警光山莊管理基
　　金

500 500 328 -

01 　　　39080139701
　　　警光山莊維護
　　　設施

500 500 328 - 一、本科目包括警光山莊維護設施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設備及投資500千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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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 　　39080139800
　　一般建築及設備

66,491 67,017 102,307 -526

01 　　　39080139802
　　　房屋建築

8,000 13,600 46,458 -5,600 一、本科目包括房屋建築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設備及投資8,000千元
三、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：
　　減少 5,600千元
　　減列 設備及投資5,600千元

02 　　　39080139804
　　　交通及運輸設
　　　備

12,000 12,000 16,327 - 一、本科目包括交通及運輸設備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設備及投資12,000千元

03 　　　39080139805
　　　資訊設備

13,968 9,517 9,712 4,451 一、本科目包括資訊設備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設備及投資13,968千元
三、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：
　　增加 4,451千元
　　增列 設備及投資4,451千元

04 　　　39080139806
　　　機械設備

22,000 22,000 22,208 - 一、本科目包括機械設備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設備及投資22,000千元

05 　　　39080139807
　　　其他設備

10,523 9,900 7,602 623 一、本科目包括其他設備
二、本年度預算數包括:
　　設備及投資10,523千元
三、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：
　　增加 623千元
　　增列 設備及投資623千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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